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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小记者团征集社会实践活动基地
荆门晚报讯（记者曹国兵）为给荆
门晚报小记者提供丰富多彩的增值服
务， 同时增加商家品牌影响力， 即日
起， 荆门晚报小记者团面向社会公开
征集荆门晚报小记者团社会实践活动
基地，欢迎广大企业、商家报名（联系
人：曹记者，电话：13807266529）。
荆门晚报小记者团自 2005 年成
立以来， 培养出了逾万名的优秀小记
者， 他们均是本市城区各学校的优秀
在校生或毕业生。 每年，本报小记者团
均要策划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

感恩的心
小记者 李梓皓 高新小学三（1）班
9 月 10 日，又一年的教师节到了，在
这里我想对老师说:“
老师，您辛苦啦！ ”
清晨，您笑容满面地迎接我们走进校
园；傍晚，您温柔的目光送走了我们最后
一名同学；假日里，您又要牵挂我们的安
全，并在炎热的暑假里到我们家里关心我
们的学习和身心健康。您，好比大海，我是
贝壳，是您给了我斑斓的色彩，我当怎样
感谢您！
是您教会了我们知识，还教会了我们
许多做人的道理， 让我们从小讲文明、懂
礼貌、爱学习。 老师，您就像蜡烛，燃烧自
己，照亮别人！老师，我想对您说：
“我们的
成长离不开您的付出，谢谢您，老师！ ”
祝您教师节快乐！
（指导老师：邱丹丹）

活动促进小记者成长， 让小记者开阔
眼界，增长见识。 同时，本报对这些社
会实践活动进行大篇幅的跟踪报道，
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得到了社会
各界、 学生、 家长以及老师的一致好
评。
本报小记者团征集的社会实践活
动基地要求： 有较好的市场知名度和
美誉度； 为小记者提供比普通消费者
更优厚的优质产品和服务； 对小记者
的成长有帮助， 能培养小记者的动手
能力、动脑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团结协

铁皮石斛是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可以
药食两用。 其药食功效有滋养阴津、明亮
眼睛、增强体质、延年益寿等。铁皮石斛之
所以有这么好的效果，是因为它里面含有
石斛糖、石斛碱、石斛酚等微量元素。它们
的生长地带和喜好与众不同。野生铁皮石
斛一般生长在海拔 1600 米高、半阴湿的
山地岩石上，产量少且不好采摘。 人们通
过科学培育，现在可以盆栽、石栽、树栽和
床栽。 其中床栽的产量最多。
铁皮石斛的“铁皮”没有阳光晒的时
候是铁绿色， 晒过之后会呈现出金黄色。
如果你看到三至五节包白色铁衣的石斛，
说明可以采摘了， 也是它药效最高的时
候。
这只是石斛中的一个种类， 所以说世
界上还有许多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发现呢！

品味中秋

开学第一天
小记者 高昱致 掇刀石小学四（4）班
终于迎来了开学的第一天，我怀着紧
张的心情走进了学校的大门。
一进门，就听到同学说今天要重新分
班，我想：我会不会不在六班了？要是不在
六班，又会分到哪个班？ 分到新班有没有
原来的同学？ 我脑子里满是疑惑。
往前走，我发现有许多人在国旗下围
着。我想：这是干什么？等我挤到人群中才
知道大家都看着一个个通告，在找自己的
名字在几班。 我看了半天，一班看完看二
班，二班看完看三班，终于在四班的名单
下面找到了我的名字。
我赶紧跑到四班， 来的同学并不多，
算上我不超过十人，有位戴眼镜的女老师
坐在讲台前。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们的班
主任了吧？我找了位置坐下。过了一会，人
到齐了，老师一个个地检查作业。 作业检
查完了，老师就派我们男生到食堂去搬新
书。我们拿了新书，老师开始布置作业。我
想：怎么第一天就布置作业啊？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在以后的学习
中，我要更加努力学习！
（指导老师： 叶红）

铁皮石斛
小记者 边子和 十里牌小学四（2）班
大家一定听说过武则天吧！武则天是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她在花甲之
年，头发依然黑亮润滑，富有光泽；皮肤白
皙红润，富有弹性。据说，她就是食用了铁
皮石斛才会这样的。现在你们是不是很想
了解铁皮石斛呢？

小记者 徐天悦 月亮湖小学五（4）班
伴随着桂花的浓浓芬芳，我们迎来了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早上，我刚醒来就看到爸爸妈妈在整
理房间。爸爸见我起了床说：
“今天你的姨
妈、姨夫、表弟、姑姑、姑爹来我们家过中
秋。”我兴奋地问：
“
他们什么时候来？”
“
还
早呢。”爸爸说。我看了看表说：
“
有什么事
情，可以帮忙的？”爸爸说：
“
你去把葡萄洗
了放在果盘里,把鱼缸里的水换了，把沙
发收拾一下。 ”我被指挥的晕头转向。
好不容易事情做妥了，客人们也到了。
我赶紧打开门，向客人们一一问好。 妈妈端
来了茶递给他们，我和弟弟进了房间，玩起
了石头、剪刀、布的游戏，爸爸和客人在客
厅聊天，妈妈则在厨房里做饭。
开饭的时候到啦！妈妈准备了一桌丰
盛的午餐。“哇，有好多好吃的菜呀！”表弟
喊道。 糖醋排骨、清蒸鲤鱼、红烧牛肉、宫
保鸡丁，还有排骨汤。表弟比赛式地吃着，
满嘴油腻腻的，一看就是大吃货。 吃完饭
后，我们又到客厅里喝茶吃月饼，大家有
说有笑，充满了浓浓的节日氛围。突然，姨
夫问我:
“
小悦，你说说中秋节为什么要吃
月饼？”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这
么一问让我措手不及，我支支吾吾了半天
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没想到表弟不屑一
顾地说：
“
哥哥，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
了。”弟弟的话顿时让我羞愧难当，我狠狠
地瞪了他一眼， 顶了他一句：
“你聪明，你
说说看？ ”弟弟真的说了起来：“元朝末年
为了推翻蒙古人的统治，大家约定八月十
五起义，就把这个消息藏进月饼里到处散

作能力，并能让小记者从中学到知识，
开阔视野。
社会实践活动基地申请方式：将
基地简介、地址、电话、联系人以及能
为小记者提供的服 务 编 辑 成 短 信 发
送至 13807266529（微信同号） 。 本
报小记者团收到社 会 实 践 活 动 基 地
申请后，将组织人员进行现场参观考
察。 成为本报小记者团社会实践活动
的基地，并由本报进行报纸和微信进
行宣传报道。

发，得到消息的人们开始行动，最后终于
推翻了元朝统治。 于是为了这个日子，人
们就把中秋节吃月饼这个习俗传承下来
了。 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 ”没想到这个
顽皮地弟弟竟然懂得这么多，真让我刮目
相看！ 看来我这个哥哥还得好好学习，否
则就真不如弟弟了！
这个中秋节是我过得最快乐最有意
义的节日， 我不仅享受到了美味佳肴，更
品味到了传统中秋 佳 节 饱 含 的 文 化 内
涵！
（指导老师：铁舒越）

一桶花
小记者 吴佳鑫 白云路小学四（5）班
每年的教师节，同学们都要送花给老
师，今年也一样。
教师节那天，我和同学们都争先恐后
地向老师献上了各式各样的花束。我们每
个人都给老师说了一句感恩的话，我看到
老师感动了， 嘴里一直在说：“谢谢同学
们！”后来，老师把所有的花都小心翼翼地
放到教室后面的桶里面，然后接满了水养
起来。 接着我们就开始上课了。
下课了，我去看了这桶花。 这桶花里
面有康乃馨、玫瑰花、向日葵、百合……其
中康乃馨数量最多，我仔细看了看这些康
乃馨，颜色也真多啊，有白的、黄的、红的、
粉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送康乃馨？原
来康乃馨代表感恩，是一种寓意非常浓厚
的花。 难怪大部分同学选择了送康乃馨。
从表面上看，我们只是送了一束花给
老师，说了一句简单的
“老师，节日快乐！”
实际上，我们送出的是我们对老师最崇高
的敬意和最真的心。
老师陪我们的时间比我们父母陪我
们的时间还多。老师花费在我们身上的精
力比花费在自己孩子身上的精力还要多。
可以说老师就是我们的第二父母，难道我
们就不应该感恩老师吗？所以我们要好好
学习，用最好的成绩来报答为我们付出的
老师。
（指导老师：石亚琴）

我的暑假生活
小记者 郑子川 白云路小学三(5)班
两个月的暑假结束了，我们踏入了校
园的生活。 假期里有很多同学出去旅游
了，有的去参加夏令营，可我哪都不想去，
一想着太阳太晒，又太热。 只想静静地待
在家里。 虽然别的同学暑假丰富多彩，但
我在假日里也没闲着！
暑假里， 妈妈给我制作了一张作息
表，每天把我的时间排得满满的。 每天早
上要晨跑，接着就是读书、写作业、练字、
做家务……有一次， 妈妈教我学洗衣服。
按照妈妈的示范， 我先把衣服放水里泡
湿，加点洗衣粉再用力搓，如果有油污的

地方要多搓几次才能洗掉。接着把泡沫水
拧干，在用清水洗两次就可以晾晒了。 看
似简单，其实洗起来却很费力，我可怜的
小手都搓红了。
我和爸爸妈妈回了老家，去看望爷爷
奶奶。刚下车，直见大门紧闭还锁上了，妈
妈说：“
现在农忙了，去田里收玉米花生了
吧？ ”我们去找爷爷奶奶，当我们找到时，
头上已是大汗淋漓。看看爷爷奶奶正弯着
腰在田里拔花生，我二话没说就蹦到田里
去拔，可怎么也拔不动。心想：爷爷他们怎
么拔的出来呢？这时爷爷语重心长地对我
说：“川，你要好好学习，上课要认真听老
师讲课，要勤奋学习才有出息。”我听了爷
爷的话连连点头。
这个假期，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也体
验到以前没体验到的农村生活……总之，
在新学期里我要努力学习， 大胆举手发
言，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指导老师：陈玉凤）

充实的假期

小记者 王晨灿 石化三小四（1）班
我的暑假生活很充实，完成了老师布
置的暑假作业， 阅读了一些课外书籍，学
会了游泳，还去了上海旅行。 接下来我就
给大家说说我的暑假生活吧。
我首先要完成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
我在暑假之前安排了一个学习计划，暑假
期间按照学习计划完成当天的学习任务，
这样既可以避免作业很快完成、后期无事
可做的问题，也可以改掉拖拉的毛病。 除
此之外，我还阅读了一些课外书籍，比如
《伊索寓言》《中国古代寓言故事》等。每天
按计划读一点，一直到开学之前，我已经
读了大部分书的内容。我在暑假时也背了
一些古诗，现在我掌握的知识比放假之前
更多了。
暑假期间， 我的特长也得到了提高，
我报了绘画、英语、游泳三个培训班。 同
时，我也参加了一些体育活动，我一分钟
可以跳绳 130 多次， 游泳 一 次 可 游 约
1300 米。 现在我的身体体质比以前好多
了。我相信，只要坚持锻炼，我的身体一定
会越来越棒！
在暑假，我和爸爸到杭州、上海旅游
了。我们先后去了杭州西湖、上海陆家嘴、
上海科技馆等景点， 还第一次乘坐了飞
机。通过这次旅行，我的眼界更宽阔了，还
学到了一些知识。
本次暑假，我通过学习、兴趣爱好、锻炼
身体、旅游等四个方式结合起来，度过了一
个愉快而又充实的假期。

